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8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4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201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7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1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7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7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3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6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60300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3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4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8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9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8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9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3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6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18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70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79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5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6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4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8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0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0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71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2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9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6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9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4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5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5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3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5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5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4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5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3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3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52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102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7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7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840000R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0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00100Y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400G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200G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100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72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4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4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5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2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6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17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71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3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2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47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9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60500V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51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9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820000R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830000R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2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8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70200G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3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901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53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101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4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6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50000Q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90100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0201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7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1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07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60300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3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1070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1079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5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0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1071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00102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00400G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00200G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00100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9272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04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06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9271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03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900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70200G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190100E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200101P 

人事體系部屬機關館所 309390100P 

中央各部會 347000000N 

中央各部會 349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01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03000000B 

中央各部會 315000000H 

中央各部會 323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57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59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60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43000000E 

中央各部會 321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33000000J 

中央各部會 341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37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52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63000000C 

中央各部會 331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39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54000000J 

中央各部會 325000000E 

中央各部會 329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45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27000000I 

中央各部會 355000000I 

中央各部會 362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11000000F 



中央各部會 307000000D 

中央各部會 335000000E 

中央各部會 305000000C 

中央各部會 313000000G 

中央各部會 319000000B 

中央各部會 317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51000000B 

中央各部會 364000000H 

中央各部會 394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65000000A 

中央各部會 367000000D 

中央各部會 369000000H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12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36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8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4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31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7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3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6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38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03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1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34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2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06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35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33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01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34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05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9240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0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04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25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32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9231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17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9232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0947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18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16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925100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5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29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979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2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8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6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4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3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0100Q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師資培育大學 3109019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7007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8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4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3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7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3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6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4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38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9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9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03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18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36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34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8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30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2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39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06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9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35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33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0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3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5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34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05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3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52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7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0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0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04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25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32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17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2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0947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79049200Q 

公立大學校院 3790491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51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1039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2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8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3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53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4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460000Q 

公立大學校院 39235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9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18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8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9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9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19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7007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8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4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3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7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3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6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4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38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9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9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03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18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36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34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8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30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2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39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06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9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35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33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0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3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5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34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05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3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52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7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8400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0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0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04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25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32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17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2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47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5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9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9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79049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79049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51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39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8200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098300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2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5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7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5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9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4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0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6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5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4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4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131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2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3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3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27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2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7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2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7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3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2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316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56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4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38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8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0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2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4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3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7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8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1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4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3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3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5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53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7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3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6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3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1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2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4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29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30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43100R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4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46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923500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045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3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310996900Q 

公私立大專校院 XC31463602 

公私立大專校院 XC25692389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4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0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1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2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3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6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7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28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31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0938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9237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92340000QU720000

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310010000QU720000

本部各單位＜不含中部辦公室＞ moe0100000 

本部各單位＜含中部辦公室＞ 309000000EU800000

本部各單位＜含中部辦公室＞ moe0100000 

本部駐外單位 31061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aa00130000 

本部駐外單位 31041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24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7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54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51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53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4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9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63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aa00150000 

本部駐外單位 31052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3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8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64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56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2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46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55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67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68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69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04130000B 

本部駐外單位 310920000E 

本部駐外單位 310910000E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5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1001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2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8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7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930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940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920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4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6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950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34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1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900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6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0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8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330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9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5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2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1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37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40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5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3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25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4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0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7950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5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7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6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53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4950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4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7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XC69112304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7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1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4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7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6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8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5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2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9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2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1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2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3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3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5950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8952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995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9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895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8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7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795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7952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4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5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6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2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3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4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5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6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14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4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5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6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7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9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4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5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6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7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8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9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1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3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5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6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7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8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1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11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950105Y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8952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79501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210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0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000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4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9280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59522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2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8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XC45453920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4V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9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8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7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05900000S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XC45801553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4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09524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59627X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9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2000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J20091203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XC1772762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4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76479503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9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6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5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8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7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1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2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300U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387049400U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39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03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18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38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30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06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49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31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05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52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04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51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1039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42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48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 39233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9239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9238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31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92510000Q 

各公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92330000Q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790595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790597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790596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AA15600000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970544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935901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970541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970542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97054300W 

各市立＜私立、縣立＞特教學校 379059400W 

各完全中學 376459521U 

各完全中學 376449521U 

各完全中學 376509521U 

各完全中學 376479502U 

各完全中學 3790520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63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62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28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70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61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24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71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26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6900U 

各完全中學 376549502U 

各完全中學 395049100U 

各完全中學 395049400U 

各完全中學 376439523U 

各完全中學 397050100U 

各完全中學 397049800U 

各完全中學 376429521U 

各完全中學 397050000U 

各完全中學 397050200U 

各完全中學 376539521U 

各完全中學 376539522U 

各完全中學 3820491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2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3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4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5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6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7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800U 

各完全中學 382049900U 

各完全中學 382050000U 

各完全中學 382050100U 

各完全中學 382050200U 

各完全中學 382050300U 

各完全中學 376589523U 

各完全中學 376499522U 

各完全中學 397050600U 

各完全中學 376499521U 

各完全中學 397050900U 

各完全中學 376589522U 

各完全中學 376589521U 

各完全中學 397050400U 

各完全中學 397050700U 

各完全中學 397050800U 

各完全中學 397050500U 

各完全中學 379057400U 

各完全中學 376539523U 

各完全中學 376579521U 

各完全中學 376579522U 

各完全中學 376579523U 

各完全中學 376439522U 

各完全中學 376489521U 



各完全中學 376479501U 

各完全中學 395049200U 

各完全中學 376459522U 

各完全中學 395049300U 

各完全中學 382050400U 

各完全中學 376509524U 

各完全中學 376539524U 

各完全中學 376479503U 

各技專校院 3109091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3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1800R 

各技專校院 310904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88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3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9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2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97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1900R 

各技專校院 39239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03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180000Q 

各技專校院 39238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30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060000Q 

各技專校院 39249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31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050000Q 

各技專校院 392520000Q 

各技專校院 309840000R 

各技專校院 31004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18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59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99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92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3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48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2600Q 

各技專校院 39251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390000Q 

各技專校院 309820000R 

各技專校院 309830000R 

各技專校院 39242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57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74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2500R 



各技專校院 3109094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4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62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2000R 

各技專校院 3109974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69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9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6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5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2400R 

各技專校院 310903100Q 

各技專校院 310913100R 

各技專校院 3109977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65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23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8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67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3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35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27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28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73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2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32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61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33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2500Q 

各技專校院 310931600R 

各技專校院 3109956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49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3800Q 

各技專校院 39248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2300R 

各技專校院 310942700R 

各技專校院 310942800R 

各技專校院 310901900Q 

各技專校院 392330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34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6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52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34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7100Q 

各技專校院 3109931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2600R 

各技專校院 3109039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40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41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4200Q 

各技專校院 310904300Q 

各技專校院 310942900R 

各技專校院 310943000R 

各技專校院 310943100R 

各技專校院 310996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9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4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8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3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9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97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1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5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9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9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3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4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2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57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7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9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4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6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5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3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13100R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7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5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2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7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3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35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27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2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7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2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3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3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25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31600R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5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4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3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1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3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5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3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7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3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3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4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4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4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04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 310996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8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3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9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7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5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9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3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57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4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7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7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5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65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2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35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7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2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61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7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33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25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31600R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56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4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38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3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60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5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34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39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04200Q 

各私立技術校院附設五專部 310996900Q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79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XC69112304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0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4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5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1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7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2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1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7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1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8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2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7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77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1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2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1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2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6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9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2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2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4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5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7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4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9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1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4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7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8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6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8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5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0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8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9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8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5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2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9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3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950105Y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0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000V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7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8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3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4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XC45453920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500U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XC45801553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J200912031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XC17727625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22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5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XC69112304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1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0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2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4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5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5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5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5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5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6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7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8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9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52100V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0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54000V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83099502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83099503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83099504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83099505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83099506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1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2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4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5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6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7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9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1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2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3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4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5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6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7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8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19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2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21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950105Y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2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03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1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23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79980108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2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2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XC45453920 

各私立高級中學 393512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 XC45801553 

各私立高級中學 J200912031 

各私立高級中學 XC17727625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XC69112304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100V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1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6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9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2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000V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950105Y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0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7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8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3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4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XC45453920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393512500U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XC45801553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J200912031 

各私立高級中學＜不含北高二市＞ XC17727625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7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0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7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83099602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83099603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83099604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83099605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83099606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14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1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3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5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6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7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8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1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11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0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2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984004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7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0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7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1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4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7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6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8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5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2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9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300V 



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000V 

各社教機構 309020100E 

各社教機構 30917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11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130000E 

各社教機構 310700000E 

各社教機構 31079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15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100000E 

各社教機構 310710000E 

各社教機構 39272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04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060000E 

各社教機構 39271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03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190000E 

各社教機構 309190100E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25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924900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92330100R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310100R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57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4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74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92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60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48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6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5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30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73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13100R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77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3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9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31600R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78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32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35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67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28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97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7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33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52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62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34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31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39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41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42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43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46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42400R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65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59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03100QU820000

各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310996900QU82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97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92390000QU02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050300Q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3900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924900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310400Q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62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73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26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36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25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31600R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66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33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34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92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28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94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32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77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78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74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48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76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46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31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9600QU2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39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41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42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43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69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46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13100R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67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52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57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59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35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20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65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96900QU800000

各附設進修學院 310909900QU120000

各軍警校院 301210000T 

各軍警校院 305790000S 

各軍警校院 305930000S 

各軍警校院 305720000S 

各軍警校院 938710000S 

各軍警校院 305610000S 

各軍警校院 301011100T 

各軍警校院 30506F0000U006J00

各軍警校院 305960000S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12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88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36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8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4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31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7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3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6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38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03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1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34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2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06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35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33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01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45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34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05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43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37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40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0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04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25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32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31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17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32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0947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18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790492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790491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3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16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51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5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29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979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2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31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8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6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4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32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3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01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94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19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109044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440000Q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39246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0934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0933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9245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9243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0925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790492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92440000Q 

各師範暨教育大學 392460000Q 

各特教學校 3920612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8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7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4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6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1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6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0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8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9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5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2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1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5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0300W 

各特教學校 379059500W 

各特教學校 379059700W 

各特教學校 379059600W 

各特教學校 AA15600000 

各特教學校 397054400W 

各特教學校 393590100W 

各特教學校 397054100W 

各特教學校 397054200W 

各特教學校 397054300W 

各特教學校 3790594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1900W 

各特教學校 392062000W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8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4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3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7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3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6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4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38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9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9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03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18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36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34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8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30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2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39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06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9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35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33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0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3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5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34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05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3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52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7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840000R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0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0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04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25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32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17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2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47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51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1039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820000R 

各國立大專校院 309830000R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2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8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3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53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4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460000Q 

各國立大專校院 3923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60300P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0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1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3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3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0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3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0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0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5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84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00100P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0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2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1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4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5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0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82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83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5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4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923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09390100P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3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0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1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3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3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0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3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3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0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0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5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84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0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2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3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1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4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5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10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82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0983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5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4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含附小＞ 3923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8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0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6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1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0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4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5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0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5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0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3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5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7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84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00100Y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0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0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25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3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1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47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51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1039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82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09830000R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2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8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53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4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460000Q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含附小＞ 392350000Q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2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8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7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4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6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1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6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0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8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9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5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2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1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5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3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900W 

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20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1001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2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8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7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93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940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92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4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6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95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34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1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90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6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0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8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33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9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5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2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1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370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400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5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3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25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210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0928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9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62000W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1001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5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1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1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6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5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6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1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5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93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940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1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92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1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95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34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6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1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900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4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33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2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6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5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6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10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370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0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6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9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400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2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25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38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5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6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4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7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1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0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314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0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1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06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7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458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562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6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4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2105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80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79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09280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81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392018300U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330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3401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2605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6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9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62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72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7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9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10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18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00101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1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4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8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31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32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5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4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6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7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8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9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0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4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6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7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8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5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4002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5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4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6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0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7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8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9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6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4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8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9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0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3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4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5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6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7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8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1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2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600V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60200W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3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031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330300V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700UU80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300UU85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100VU850000

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900VU850000

各國立高級中學 310010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8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930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920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950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340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900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4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8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8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2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8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6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370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8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400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2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250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38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5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1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0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7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6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4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3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2105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80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79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09280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8100U 

各國立高級中學 392018300U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9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7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0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7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7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9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0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099400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8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9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0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8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8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7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093301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2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0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7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9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8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5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8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7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4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3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6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800V 

各國立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200V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09330100VU800000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92340100V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09260500V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93557800V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10010100UU800000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10310300V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92330300V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11940100FU030000

各國私立附設獨立進修學校 311941800FU700000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2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8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7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4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6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1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6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0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8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9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5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2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1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5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03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35901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1900W 

各國私立特殊教育學校 392062000W 

各綜合高中 376459521U 

各綜合高中 310010100U 

各綜合高中 392050900V 

各綜合高中 3920502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1300U 

各綜合高中 3920402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6400V 

各綜合高中 3920547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6200V 

各綜合高中 3920507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4300U 

各綜合高中 392051200V 

各綜合高中 3920566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2100U 

各綜合高中 392015400U 

各綜合高中 392045500V 

各綜合高中 3920355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4900U 

各綜合高中 3920401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1900U 

各綜合高中 3920405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2900U 

各綜合高中 3920511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1100U 

各綜合高中 392014400U 

各綜合高中 309950000U 

各綜合高中 392050100V 

各綜合高中 3920546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66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0800V 

各綜合高中 309900000U 

各綜合高中 392031500V 

各綜合高中 3920302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03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4500U 

各綜合高中 392010800U 

各綜合高中 392015900U 

各綜合高中 392030100V 



各綜合高中 3920306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0700V 

各綜合高中 3093301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06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7000U 

各綜合高中 392014100U 

各綜合高中 392041000V 

各綜合高中 392400200U 

各綜合高中 3920548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5700V 

各綜合高中 392041300V 

各綜合高中 3920506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7700U 

各綜合高中 376449521U 

各綜合高中 379053000V 

各綜合高中 379056200U 

各綜合高中 379053500V 

各綜合高中 379052800U 

各綜合高中 379053100V 

各綜合高中 379053700V 

各綜合高中 379053400V 

各綜合高中 393510800U 

各綜合高中 393510900U 

各綜合高中 397053300V 

各綜合高中 397053500V 

各綜合高中 397053100V 

各綜合高中 397053400V 

各綜合高中 397053200V 

各綜合高中 3935028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83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8400U 

各綜合高中 XC69112304 

各綜合高中 3935005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10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23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24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31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32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42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38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34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53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56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78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9600U 

各綜合高中 393509500U 



各綜合高中 3935546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21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37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6300V 

各綜合高中 393511100U 

各綜合高中 393511500U 

各綜合高中 393551200V 

各綜合高中 393510400U 

各綜合高中 3935536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84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27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58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25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5900V 

各綜合高中 393550500V 

各綜合高中 376429521U 

各綜合高中 382049500U 

各綜合高中 382049600U 

各綜合高中 382050000U 

各綜合高中 376589522U 

各綜合高中 383099502U 

各綜合高中 383099504U 

各綜合高中 383099506U 

各綜合高中 383099602V 

各綜合高中 383099603V 

各綜合高中 383099605V 

各綜合高中 379980105U 

各綜合高中 379980106U 

各綜合高中 379980107U 

各綜合高中 379980113U 

各綜合高中 379984003V 

各綜合高中 379984005V 

各綜合高中 379984008V 

各綜合高中 397050300U 

各綜合高中 393558000V 

各綜合高中 392017900U 

各綜合高中 309280100U 

各綜合高中 376459522U 

各縣市文化局 3795900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4429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6027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472400E 

各縣市文化局 3823300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5628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540000AUNL0000

各縣市文化局 3765832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7364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4825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5528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4527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4226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1012400E 

各縣市文化局 387330000E 

各縣市文化局 3973300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490000AU240000

各縣市文化局 376500000AU260000

各縣市文化局 371030000AU680000

各縣市文化局 376572900E 

各縣市文化局 376530000AU150000

各縣市文化局 395330000E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5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4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0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7950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53100V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4950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50491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50494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39523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2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3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3952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5950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1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2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3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4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5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6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7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8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499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500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501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502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503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89523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9952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6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9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9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8952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8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4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7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8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5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39523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7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7952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79523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3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3952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8952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79501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50492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59522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950493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39529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39528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39527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82050400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09524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59627X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539524U 

各縣市立高中高職 376479503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5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4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0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7950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4950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50491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50494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39523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2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3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3952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1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2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3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4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5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6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7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8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499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500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501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502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503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89523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9952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70506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9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70509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8952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8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70504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70507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70508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70505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39523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7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7952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79523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3952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8952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79501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50492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59522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950493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82050400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09524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539524U 

各縣市完全中學 376479503U 

各縣市政府 37642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5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48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3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45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430000A 

各縣市政府 39700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7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49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8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44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60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0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470000A 

各縣市政府 387000000A 

各縣市政府 379000000A 

各縣市政府 38200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40000A 

各縣市政府 395000000A 



各縣市政府 376560000A 

各縣市政府 371030000A 

各縣市政府 37102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2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5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8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3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5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3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2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7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9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8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4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60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0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47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8700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8200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4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95000000A 

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 376560000A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102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50000AU12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70000AU15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20000AU16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7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60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95000000AU07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4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40000AUNO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6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80000AU33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97200000A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90000AU09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1030000AU07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9200000A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6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50000AU12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82200000A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20000AU14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736900A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480000AU23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00000AU120000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 376530000AU16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50000A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1030000A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1020000AU65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450000AU05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470000AU07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40000AUNG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70000AU66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600000AU64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440000AU65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60000AU67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80000AU15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97120000J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30000AU07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82120000J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490000AU06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420000AU08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87120000J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9120000J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735200J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480000AU13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76500000AU070000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395120000J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102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50000AU02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70000AU02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20000AU18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40000AUNC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7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60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95000000AU02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4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00000AU03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6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80000AU03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97030000D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82030000D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90000AU02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20000AU02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103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87030000D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9030000D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60000AU6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50000AU00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735400D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480000AU110000

各縣市政府財政局 376530000AU12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50000A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9040000E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735100E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490000AU04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82040000E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420000AU06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30000AU05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1020000AU63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450000AU04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470000AU04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480000AU12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40000AUNE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70000AU63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600000AU63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440000AU63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00000AU05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60000AU63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6580000AU07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97040000E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71030000AU620000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87040000E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3950400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433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970403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5730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493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443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G005400000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G005300000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G005100000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870401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82040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5427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95040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5627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453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4232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moe0001431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moe0001432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4827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6583300E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379043200E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Q0080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A183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A188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Q0073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A181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Q0057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Q0058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Q0066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Q0054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A1860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moe0000042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moe0000043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moe0000044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moe0000045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moe0000046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moe0000478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376442700E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376479785YU0100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DSL0001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DSL0008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DSL002300 

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ADSL000200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544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10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02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47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04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356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099300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19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308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412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451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44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501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466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403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28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406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353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70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56300V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3800U 

各縣市經費代管學校 392011500U 

各縣市衛生局 3971400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4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821400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600304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7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50303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8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9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10137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20303I 

各縣市衛生局 3710436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40304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0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5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70300I 

各縣市衛生局 3871400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9140000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30303I 

各縣市衛生局 376480303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60303I 

各縣市衛生局 376530303I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B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C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D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E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F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J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G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L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I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A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K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M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N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P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Q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R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S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T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V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W20000

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309000000EUX20000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9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8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9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9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5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9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9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5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7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9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6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5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13100R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2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3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3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27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2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7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2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7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3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2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31600R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56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38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3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5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7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3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9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0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1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2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4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5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300Q 

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900Q 

私立大學校院 XC31463602 

私立大學校院 XC25692389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9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0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16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2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7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29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2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5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2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7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49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5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69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7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7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5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5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98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2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5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06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2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0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6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7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08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6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1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2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9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2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7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19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1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4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5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6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7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8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29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1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2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5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6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7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38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0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2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1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7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4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4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4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8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9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0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1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2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8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79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82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115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6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66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7800V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11940100FU03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11941800FU7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37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8300U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4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55300VU800000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不含北高二市＞ 393500400UU800000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18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19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5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0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4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3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7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8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6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29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3000R 

私立專科學校 310943100R 

宗教研修學院 310996300Q 

宗教研修學院 XC25692389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7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7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5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9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3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8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1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2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1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1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4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0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0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8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2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6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3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19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3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6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2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05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93500200U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93500100U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521U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7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5X 



宜蘭縣各國民中學 376429626X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200W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200U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100V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800V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400V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300U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300V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200V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300U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200U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100U 

宜蘭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29521U 

宜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340100V 

宜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400VU800000

宜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100VU800000

宜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300VU800000

宜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800VU800000

宜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200VU800000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9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24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5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9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0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7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4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22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1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4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21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2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2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3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1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20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8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3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8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6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5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16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07X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93509600U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93509700U 

花蓮縣各國民中學 376559627X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300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200V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100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900V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200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100V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600V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700W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600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500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700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200V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900V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59502U 

花蓮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59627X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9500U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900V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200V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900V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100V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200V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300UU800000

花蓮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1941800FU700000

金門連江高級中等學校 309930000U 

金門連江高級中等學校 309940000V 

金門連江高級中等學校 309950000U 

金門縣各國民中學 371017500X 

金門縣各國民中學 371017700X 

金門縣各國民中學 371017800X 

金門縣各國民中學 371017600X 

金門縣各國民中學 371016700X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60300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102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1400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400G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200G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100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1200G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70200G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101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60301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390100P 

附設醫院、農林場 MM10004281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104P 

附設醫院、農林場 309200105P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0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7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1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5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0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3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7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2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31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30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8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8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3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1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8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4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9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3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2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4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1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2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6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19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5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9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04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6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7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25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93510700U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521U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93910104X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93511800U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XC45453920 

南投縣各國民中學 376489632X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10010100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800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100V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300V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100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900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500V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100V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400V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700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600V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89521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800U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XC45453920 

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XC45801553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600VU800000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1800UU800000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0010100UU800000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100UU800000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500VU800000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400VU800000

南投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300VU800000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3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6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3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1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7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6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8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2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7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2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6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5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9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9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2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5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4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6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4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9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4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1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2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3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4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7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0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28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0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08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35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8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15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93509400U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93509100U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521U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522U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523U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641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93910103X 

屏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39524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4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5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4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9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8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9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1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0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4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1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3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0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8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9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800V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1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2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3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900U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2000W 

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39524U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9300U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800V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000V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900V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800V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800V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5500VU800000

屏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100VU800000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1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5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30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3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7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6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6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7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1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5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4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7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9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8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32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0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5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2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521U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9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31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8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2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02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3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1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18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0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26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92014900U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3300U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3100U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3200U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33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35X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522U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J200912031 

苗栗縣各國民中學 376459636X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59521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6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2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9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400W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1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2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2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5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3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1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200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3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6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4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300V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59522U 

苗栗縣高級中等學校 J200912031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300VU800000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900UU800000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100UU800000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200UU800000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300UU800000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200VU800000

苗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300VU800000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08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8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04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4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3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9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0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2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6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7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4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0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8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4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2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0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4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0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5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06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9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8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02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6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2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9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3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2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0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7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33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7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8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6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7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46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23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523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109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021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023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022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026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102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93511500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0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1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2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4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522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59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3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5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1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5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9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68X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528U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 376439670X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7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1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2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1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6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5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1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600W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3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8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7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3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9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5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1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3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2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4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6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1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2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1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2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1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5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200V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6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900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1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2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9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8U 

桃園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39527U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9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1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2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3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4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1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2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6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1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2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9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1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2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500U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2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1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7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100VU80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1940100FU030000

桃園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100VU850000

海外臺灣學校 cc00100000 

海外臺灣學校 cc00400000 

海外臺灣學校 CC00200000 

海外臺灣學校 CC00300000 

海外臺灣學校 CC00600000 

海外臺灣學校 XC13981435 

海外臺灣學校 935010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6459521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10010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1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2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2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5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1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1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1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099500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2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099000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3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0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5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60900W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3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70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4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7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400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7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6449521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056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052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6549502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22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0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0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0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4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5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4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4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6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6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8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8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8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8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XC69112304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0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0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0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1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2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4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4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4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5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5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6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6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6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7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77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7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88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8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9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9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9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9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52100V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2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0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54000V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6429521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20493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20495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20496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20500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6589522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114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3099502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3099503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3099504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83099506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4014V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04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05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06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07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13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14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15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9980121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20179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09280100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76459522U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393503700U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8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4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31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7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3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6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34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38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1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1036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34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2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39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1035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33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1001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45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1034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43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37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40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41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0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25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32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31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1017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32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0947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790492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790491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53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44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460000Q 

高教司主管公立大學校院 3923500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2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1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0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5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9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1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2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0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3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4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7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16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5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9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4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2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3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8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6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7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7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4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8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5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33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5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78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3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01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23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0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944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4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4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045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310996300Q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XC31463602 

高教司主管私立大學校院 XC25692389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1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3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8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6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3300V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3500V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3100V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3400V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3200V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1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2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4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5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7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499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0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200U 

高雄市立高中高職 3970503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501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3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8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6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1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2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4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5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7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499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500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50200U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 397050300U 

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97053300V 

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97053500V 

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97053100V 

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97053400V 

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97053200V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5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7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6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9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09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0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1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093401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1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498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8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9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35090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1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2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0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2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6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9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4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7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8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05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83099502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83099503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83099504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83099505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83099506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3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092801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7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6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628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5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7058400X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93512500U 

高雄市各國民中學 383099702X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502U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503U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504U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505U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506U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602V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603V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604V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605V 

高雄市私立高中高職 383099606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3401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1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3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8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6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300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500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100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400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3200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100W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200W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300W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1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2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4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5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7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499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0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2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2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3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4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5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506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2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3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4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5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83099606V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300U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2801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6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3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3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7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8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8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5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4400W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8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9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0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7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8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6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8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500V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6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9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4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7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8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7050500U 

高雄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500U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800U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500V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600V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700V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800V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800V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300VU800000

高雄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800VU800000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09020100E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09110000E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09130000E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10700000E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10790000E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09040000E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309030000E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10010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9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8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5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1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7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0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7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1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6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7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5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2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6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8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9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1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5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7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0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930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9400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8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1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4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1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9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6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950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340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1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6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10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8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900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6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4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8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8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8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7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0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8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3301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2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9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6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8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15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5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2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1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6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10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370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8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07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6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9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400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5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60300W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2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2501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38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8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5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65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48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7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1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0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314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0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13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06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7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458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56200V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6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4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3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2105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80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92017900U 

國立高中職校務基金 309280100U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210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250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280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330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340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00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20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30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400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50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8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10010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8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8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8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8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8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6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8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1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4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5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7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9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1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2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3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5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6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7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8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9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0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1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2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4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5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6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800W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7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8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9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0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7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8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7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8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9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80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0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7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8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9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0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7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8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9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0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7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8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1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2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3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4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5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370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4002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300U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600VU5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900W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2000W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8300U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10010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210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250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280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330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340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00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20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30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400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50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8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8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8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8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8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6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8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3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4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5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7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9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80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81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7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8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9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0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7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8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7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8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9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0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7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8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9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0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7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8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9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0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7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8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1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2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3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4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5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1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2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3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5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6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7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8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9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0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1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2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4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5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6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800W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370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400200U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600VU65000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900W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2000W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8300U 

國立國民小學 30938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9246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9244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1035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9245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9243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9237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392400100Y 

國立國民小學 AA12100000 

國立專科學校 309840000R 

國立專科學校 309820000R 

國立專科學校 309830000R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100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5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5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93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940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92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95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34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90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33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2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37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40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25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3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5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6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4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31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45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5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6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4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7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5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XC69112304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2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4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5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5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5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5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5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6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7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8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9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4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5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4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8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4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4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7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8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1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1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8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1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8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5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4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6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5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4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2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3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950105Y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2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8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2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58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7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0928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03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8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XC4545392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351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XC45801553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J200912031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XC17727625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中、高職 39201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100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2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8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7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3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40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2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4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6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5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34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1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0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6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0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8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33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9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5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2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1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37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40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5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3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25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7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XC69112304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7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950105Y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2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28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XC4545392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XC45801553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9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20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J200912031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XC17727625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210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25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28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330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34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00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20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30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40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09950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8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1001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0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1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3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4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5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6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7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1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2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3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5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6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7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8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09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0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1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2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4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5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6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800W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0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1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35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0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8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1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5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46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0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1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4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370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400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2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0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1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2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3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4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5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5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5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5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5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5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6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7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XC69112304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8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09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7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0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1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2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6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8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9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20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0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0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0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0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0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0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1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1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1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1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1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2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3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4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4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4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45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4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4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5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5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5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5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5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4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68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77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79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80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81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82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583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23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24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18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56600V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512500U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XC45453920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XC45801553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19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620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3950105Y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J200912081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XC17727625U5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 39201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330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34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26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9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6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9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6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7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0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0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10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1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16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7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9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5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7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9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5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6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6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69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7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77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7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5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9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95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9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5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6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0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6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9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0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0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7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5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7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10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1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0010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8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31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3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5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0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5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4002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5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0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6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9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0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4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5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7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8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1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2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6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60200W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031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33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1940100FU03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1941800FU7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7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300UU8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100VU8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900VU8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7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3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300V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840000R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0400UU80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1110000FU91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1001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210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25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28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330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34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00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20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30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40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09950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0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1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2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3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4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5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6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7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8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8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0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1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35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0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1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5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46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0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1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4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1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2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3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5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6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7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8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09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0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1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2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4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5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6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800W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370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400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0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1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2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3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4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5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5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5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5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5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5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6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7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XC69112304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8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09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7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0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1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2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6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8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8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19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20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23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24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0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0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0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0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0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0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1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1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1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1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1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2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3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4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4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4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45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4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4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5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5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5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5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5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4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68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77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79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80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81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82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583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56600V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512500U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XC45453920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XC45801553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19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62000W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3950105Y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J200912082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XC17727625U65000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室 39201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100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93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92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95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34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900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2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37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40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25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3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5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6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4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5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XC69112304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2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4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5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5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5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5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5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6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7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8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9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52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6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2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54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950105Y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210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8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20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79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9280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037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81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18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2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24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XC45453920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35125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05900000S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XC45801553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J200912031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XC17727625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中學 392018300U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09940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09330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4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0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31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1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45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205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7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0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7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1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1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4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7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6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6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5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8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05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42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29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3300V 

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二市＞高級職業學校 393558000V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4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1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05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0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08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3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01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5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03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09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2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16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602X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400U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300U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521U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522U 

基隆市各國民中學 376579523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200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100W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100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100V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100V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400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300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000V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600V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76579521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76579522U 

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 376579523U 

基隆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6200UU800000

基隆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0300UU800000

基隆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000VU800000

基隆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100VU800000

基隆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100VU800000

基隆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0400UU80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49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50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61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62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67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69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0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3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4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5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6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7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8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79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87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88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89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92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94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96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980000

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309000000EU990000

連江縣各國民中學 371047000X 

連江縣各國民中學 371047100X 

連江縣各國民中學 371047200X 

連江縣各國民中學 371047300X 

連江縣各國民中學 371047400X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11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07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15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10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1071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9272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06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9271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1900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09190100E 



部屬公務預算機關 392740000E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60500V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9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3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70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71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03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7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07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0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1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79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0201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04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06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72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0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00100P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00200G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00400G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5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6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60300P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7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70200G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2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3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4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8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2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3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4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9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8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0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4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6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5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04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05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06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03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0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9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9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8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4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9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2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18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2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47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17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3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5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0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7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52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00102P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51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3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8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820000R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830000R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3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4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5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0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8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7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6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10350100Y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5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9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710000E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53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200101P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4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46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92350000Q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840000R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390100PU330000

部屬各人事機構 309190100EU33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0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0100P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5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9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2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9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04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05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4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2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47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3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52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3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8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0102P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9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03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04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06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7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0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1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0201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71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07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5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0400G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1400P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3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2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3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4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4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7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5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17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9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3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0200G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1200G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70200G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5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6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5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0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06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9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830000R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60300P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5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0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8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4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03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6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0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39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18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8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51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70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1079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6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8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70100Y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8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4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72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2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3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7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820000R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7100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53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200101P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4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46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350000Q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840000R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390100P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09190100EU350000

部屬各會計機構 392740000EU350000

部屬機關學校 30928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24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0201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3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17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11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07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27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23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26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13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9234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38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29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38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9239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03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6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1018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2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70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1079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15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1036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34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38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30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10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1071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22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39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06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9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4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1035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35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0933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0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3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5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5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1034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05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3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3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9252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37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37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09840000R 

部屬機關學校 39240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00100Y 

部屬機關學校 3924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72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1004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04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25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32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06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923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17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71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0903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9232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47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190000E 

部屬機關學校 39251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1039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820000R 

部屬機關學校 309830000R 

部屬機關學校 39242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8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33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09190100E 

部屬機關學校 39253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4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460000Q 

部屬機關學校 392350000Q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9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3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70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71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03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7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07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0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1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79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0201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04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06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72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0100P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0200G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0400G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5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6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60300P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7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70200G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2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3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4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8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2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3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4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9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8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0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4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6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5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04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05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06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03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0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9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9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8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4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9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2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18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2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47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17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3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5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0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7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52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0102P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51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3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8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820000R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830000R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3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4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5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0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8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7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6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350100Y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5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9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71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53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0101P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4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6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50000Q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840000R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10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50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80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30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40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900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920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930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9400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950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8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10010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8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0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8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1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8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8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3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8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4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5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6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8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6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1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4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5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7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79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1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2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3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5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6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7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8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09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0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1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2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4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5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6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8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7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8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09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0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7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18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5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5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5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35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7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8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09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80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10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1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1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1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7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8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59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0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46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7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8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09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10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1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1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1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7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48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61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62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63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64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65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370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4002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2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390100P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56600V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1901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19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62000W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018300UU55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92740000E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MM10004282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1200G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309201400PU330000

部屬機關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 MM10004284U330000

部屬機關館所 3090201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7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1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07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3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1070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1079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5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0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1071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9272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04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06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9271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03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90000E 

部屬機關館所 309190100E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1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8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7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3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6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1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9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4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3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7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9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0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5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7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2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9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30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6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5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4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8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1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12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2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4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0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08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26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5600U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6200U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5800U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93506000U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522U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521U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42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41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76499631X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393512300UU200000

雲林縣各國民中學 XC17727625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2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5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4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7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1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5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6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0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600W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8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6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2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8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0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1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6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700V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99522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99521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300U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 XC17727625 

雲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6100UU800000

雲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700VU800000

雲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600VU800000

雲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500VU800000

雲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200VU800000

雲林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400VU800000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099000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8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8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7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5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5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0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8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7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9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0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7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0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9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5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7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9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8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0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7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5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8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9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9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7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89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7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55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60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6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5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8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7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6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9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8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6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5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9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20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2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3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14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07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1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2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3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4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5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6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7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8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499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00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01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02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03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4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5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1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8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93950105Y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0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09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2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300X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50400U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382061500X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6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3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1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800W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4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6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2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10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000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0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2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1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531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5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8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7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6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9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8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1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0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6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5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9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0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2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3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14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07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2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1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7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1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8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2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3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63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6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7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7700V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3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1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2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3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4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5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6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7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8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499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0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1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2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300U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950105Y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82050400U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600U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0800U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1000U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1100U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1600U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6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7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8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1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2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7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1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2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63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7800V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1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2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3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1000VU800000

新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4300VU800000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09920000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10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11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3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5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2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12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8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1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6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09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93502800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93503000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93502900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523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522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521U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14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376589615X 

新竹市各國民中學 EB74994720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920000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400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200V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0900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300V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800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000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900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76589523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76589522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76589521U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400U 

新竹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800UU800000

新竹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900UU800000

新竹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400UU800000

新竹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200VU800000

新竹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300VU800000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2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4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0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7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4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4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9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6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1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6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5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8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5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1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521U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2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5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9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0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7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2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3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1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03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13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93510300U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93502700U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93510400U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93511200U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6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7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28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376449630X 

新竹縣各國民中學 20101012MO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4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0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7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49521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3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27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200V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4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200U 

新竹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900W 

新竹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2700UU800000

新竹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300UU800000

新竹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400UU800000

新竹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200VU800000

新竹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200UU800000

新竹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1000UU800000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8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4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201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7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1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7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7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3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6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60300P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3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4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8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9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8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9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3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6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18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70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79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5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6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4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8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0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0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71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2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9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6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9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4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5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5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3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5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5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4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5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3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3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52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102P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7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7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840000R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0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00100Y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1400P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400G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200G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100P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72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04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4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5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2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6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17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71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03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2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47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900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51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1039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820000R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830000R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1200G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2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8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70200G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3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190100E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53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200101P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4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46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350000Q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09390100P 

會計體系部屬機關學校 392740000E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7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8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4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6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3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5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1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76609602X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93506800U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93506700U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100U 

嘉義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0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800V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7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600V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8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500V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700V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000W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8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9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7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1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000U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400V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4500V 

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100V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700VU800000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6800UU800000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6900UU800000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400VU800000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800UU800000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600VU800000

嘉義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500VU800000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25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2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22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6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9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7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4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3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5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8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2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521U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20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24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1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6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1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3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7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05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0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19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23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93506500U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93506300U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627X 

嘉義縣各國民中學 376509524U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500V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700U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09521U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500U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6300U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400V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1900V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100V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000U 

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09524U 

嘉義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1900VU800000

嘉義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100VU800000

嘉義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400VU800000

嘉義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700UU800000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0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6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6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6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1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7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0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2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4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7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9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6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5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5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9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7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2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1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7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4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8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4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8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5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9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4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2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3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23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2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1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502U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03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3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8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0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18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93505200U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93505300U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39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501U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642X 

彰化縣各國民中學 376479503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9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7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0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7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3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3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9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3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4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59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6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800W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093301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2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6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900W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79502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79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2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3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400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500V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79501U 

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479503U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3301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5400U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5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79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400U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0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3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7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6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9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9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3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700VU80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2300UU850000

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900VU850000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0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8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9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106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8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51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5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6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9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38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34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3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1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40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36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110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2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1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120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935037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62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9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6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5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8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7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1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2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3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49400U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5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5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6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7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8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69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0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1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2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3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387057400X 

臺中市各國民中學 20110315MM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5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8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1500W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300V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200V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35300V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100W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6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7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8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51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7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5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6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900U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300V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000U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700U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800U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900U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0300V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300V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5300V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200V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60200WU800000

臺中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0310300V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600V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3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4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400V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500V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4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200W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15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400V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5800V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6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2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8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4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3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1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5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0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6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44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05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0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3700U 

臺中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300U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5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8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2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3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44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5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0600U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400V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500V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600V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400V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5800VU800000

臺中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3700UU800000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2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0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0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63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62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6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9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5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5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8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70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61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4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3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1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8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7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3400V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71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6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2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6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69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21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3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5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1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0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2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14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73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7400U 

臺北市立高中高職 3790575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0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63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62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9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5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8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70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61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4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3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8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71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6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2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6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69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21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3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5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1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0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2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14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73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7400U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 379057500U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200V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000V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600V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500V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100V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700V 

臺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 379053400V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092501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60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20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08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63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62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6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9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0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01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36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84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39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78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1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79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0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4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2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0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7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28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8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70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61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64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24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2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8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9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7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7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7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6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71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2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80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6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4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6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3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61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26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8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33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69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8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3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40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0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38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2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20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11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8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4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27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1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92480000Q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22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574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55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02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04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07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2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4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6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7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8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19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2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6003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09210500U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89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069000X 

臺北市各國民中學 379980123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22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1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2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14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4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5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6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7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9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0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1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2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3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4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5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6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7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8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19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20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21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1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3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5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6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7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8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10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11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23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2V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0108U 

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 379984004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2501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2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0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0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3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2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6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9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5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5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8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0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1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4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3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1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8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7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340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1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500W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700W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600W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6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2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6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69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21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3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5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1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0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2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14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2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3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4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1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2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14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4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5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6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7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9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1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2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3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4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5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6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7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8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19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1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1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3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5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6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7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8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10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11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75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09210500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059400W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23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2V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0108U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379984004V 

臺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330300V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92370200U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8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5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2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1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6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7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21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5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2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8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3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4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0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4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3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7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6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09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22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11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620X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76549502U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393509800U 

臺東縣各國民中學 XC10466575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600V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000U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100U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1000V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370200U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600V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76549502U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9800U 

臺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0500V 

臺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9800UU800000

臺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1000VU800000

臺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6600VU800000

臺東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840000RU800000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1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4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5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9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1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3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2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7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7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2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6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5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491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58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0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6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3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4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494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EB73502402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5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6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4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0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81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XC69112304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3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2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4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5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9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6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078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492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493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8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20181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3512400U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5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3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7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8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3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6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6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5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7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1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0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3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1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7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1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4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8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7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3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2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2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2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0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9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5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0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9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6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4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2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604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1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6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98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9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78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5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69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4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395058000X 

臺南市各國民中學 XC72119148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68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72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300V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40900V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500W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2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3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1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5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3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6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4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0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081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XC69112304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3700V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300V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13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58000V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200U 

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 393512400U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09260500V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72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09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74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77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78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1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4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5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0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83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3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24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37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113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556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31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32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145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07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5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318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4002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462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05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2054600V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93508300UU800000

臺南市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311110000FU910000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5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2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7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05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29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46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466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0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5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4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18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31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5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307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4002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60300W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4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3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2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4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5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9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6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7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078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4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23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3555600V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5049300U 

臺南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8100U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7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2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13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4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11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5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10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1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12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6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3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8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09X 

澎湖縣各國民中學 376569615X 

澎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14400U 

澎湖縣高級中等學校 392056500V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家圖書館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中央銀行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內政部                                                                          

外交部                                                                          

交通部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法務部                                                                          



財政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防部                                                                          

經濟部                                                                          

僑務委員會                                                                      

蒙藏委員會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大葉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銘傳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淡江大學                                                                        

慈濟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靜宜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中原大學                                                                        

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大葉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中華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元培科技大學                                                                    

元智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世新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長庚大學                                                                        

南華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真理大學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華梵大學                                                                        

慈濟技術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                                                                        

實踐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輔英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銘傳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                                                                    

崑山科技大學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淡江大學                                                                        

清雲科技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濟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                                                                    

興國管理學院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靜宜大學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佛光大學                                                                        

逢甲大學                                                                        

中原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中州技術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康寧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                                                                    

南亞技術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                                                                    

大華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玄奘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東吳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南榮技術學院                                                                    

長庚技術學院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東海大學                                                                        

大同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明道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醒吾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修平技術學院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苑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亞洲大學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開南大學                                                                        

法鼓佛教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馬偕醫學院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國立中央大學電算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電算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電算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電算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電算中心                                                            

國立宜蘭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                                                              

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駐日本代表處文化組                                                              

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文化參事處                                                  

駐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芝加哥辦事處文化組                                                            

駐俄羅斯代表處文化組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駐英國代表處文化組                                                              

駐泰國代表處派駐人員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奧地利代表處文化組                                                            

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                                                          

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韓國代表處文化組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                                                    

駐波蘭代表處文化組                                                              

駐瑞典代表處文化組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                                        

駐印度代表處文化組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成功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平鎮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國際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協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壽山高級中學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南平中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高雄市私立啟英學校(國民小學)                                                    

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臺中縣私立惠明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成功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大漢技術學院                                                                    

中華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元培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                                                                    

崑山科技大學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清雲科技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僑光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中州技術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亞東技術學院                                                                    

南亞技術學院                                                                    

大華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南榮技術學院                                                                    

長庚技術學院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醒吾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修平技術學院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苑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開科技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中華科技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                                                                    

崑山科技大學                                                                    

清雲科技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樹德科技大學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中州技術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亞東技術學院                                                                    

南亞技術學院                                                                    

大華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南榮技術學院                                                                    

長庚技術學院                                                                    

南臺科技大學                                                                    

醒吾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修平技術學院                                                                    

高苑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明志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                                                                    

輔英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                                                                    

蘭陽技術學院                                                                    

僑光科技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大華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南榮技術學院                                                                    

長庚技術學院                                                                    

醒吾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國際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協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臺中圖書館                                                                  

和春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崇右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蘭陽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萬能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臺灣觀光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遠東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大同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中州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中華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永達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吳鳳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明新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東南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南亞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建國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美和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致理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景文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醒吾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修平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高苑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中國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大仁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嶺東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元培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華夏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南開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建國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中華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龍華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致理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醒吾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南亞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清雲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明新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崑山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遠東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美和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蘭陽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修平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永達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高苑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中國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大仁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嶺東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元培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東南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崇右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華夏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                                                        

中央警察大學                                                                    

空軍軍官學校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海軍軍官學校                                                                    

國防大學                                                                        

陸軍軍官學校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國防醫學院                                                                      

國立陸軍專科學校                                                                

大葉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輔英科技大學                                                                    

銘傳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淡江大學                                                                        

慈濟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中原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亞洲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高雄市私立啟英學校(國民小學)                                                    

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臺中縣私立惠明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成功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大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大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私立宏德高級進修學校                                                            

臺灣省花蓮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臺中縣私立惠明學校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國際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彰化縣文化局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新竹市文化局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花蓮縣文化局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金門縣文化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嘉義縣政府文化處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基隆市文化局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平鎮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壽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南平中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                                                                      

高雄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雲林縣政府                                                                      

新竹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                                                                      

嘉義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臺東縣政府                                                                      

臺南市政府                                                                      



澎湖縣政府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                                                                      

高雄縣政府(已改制)                                                              

基隆市政府                                                                      

雲林縣政府                                                                      

新竹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                                                                      

嘉義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臺東縣政府                                                                      

臺南市政府                                                                      

澎湖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主計室                                                                

苗栗縣政府主計室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                                                                

高雄縣政府主計處(已改制)                                                        

基隆市政府主計處                                                                

嘉義市政府主計處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臺東縣政府主計處                                                                

澎湖縣政府主計室                                                                

新竹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主計室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臺中縣政府主計處                                                                

花蓮縣政府主計室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宜蘭縣政府主計處                                                                

桃園縣政府主計處                                                                

南投縣政府主計處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                                                                

屏東縣政府主計處                                                                

花蓮縣政府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社會局                                                                

苗栗縣政府社會局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澎湖縣政府社會局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南投縣政府社會處                                                                

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金門縣政府財政局                                                                

苗栗縣政府財政局                                                                

彰化縣政府財政處                                                                

高雄縣政府財政處(已改制)                                                        

臺東縣政府財政處                                                                

基隆市政府財政處                                                                

嘉義市政府財政處                                                                

臺南市政府財政處                                                                

新竹縣政府財政處                                                                

嘉義縣政府財政局                                                                

澎湖縣政府財政局                                                                

新竹市政府財政處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雲林縣政府財政處                                                                

宜蘭縣政府財政處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財政局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臺中縣政府財政處                                                                

花蓮縣政府財政局                                                                

桃園縣政府財政局                                                                

南投縣政府財政處                                                                

屏東縣政府財政處                                                                

花蓮縣政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金門縣政府教育局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                                                              

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桃園縣教育網路中心                                                              

高雄市教育網路中心                                                              

連江縣教育網路中心                                                              

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                                                              

嘉義市教育網路中心                                                              



嘉義縣教育網路中心                                                              

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                                                              

臺中縣教育網路中心                                                              

臺北縣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臺東縣教育網路中心                                                              

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                                                              

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                                                              

金門縣教育網路中心                                                              

宜蘭縣教育網路中心                                                              

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                                                              

雲林縣教育網路中心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彰化縣教育網路中心                                                              

基隆市教育網路中心                                                              

苗栗縣教育網路中心                                                              

澎湖縣教育網路中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室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臺東縣衛生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彰化縣衛生局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新竹市衛生局                                                                    



雲林縣衛生局                                                                    

金門縣衛生局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福建省連江縣衛生局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嘉義縣衛生局                                                                    

花蓮縣衛生局                                                                    

基隆市衛生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宜蘭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新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新竹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臺中市第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南投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嘉義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嘉義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屏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金門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臺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臺中市第一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花蓮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新竹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苗栗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桃園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臺南市第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基隆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雲林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臺南市第一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大葉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中華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元智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世新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長庚大學                                                                        

南華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真理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華梵大學                                                                        

慈濟技術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                                                                        

實踐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銘傳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崇右技術學院                                                                    

崑山科技大學                                                                    

淡江大學                                                                        

清雲科技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                                                                    

慈濟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樹德科技大學                                                                    

興國管理學院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靜宜大學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佛光大學                                                                        

逢甲大學                                                                        

中原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中州技術學院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康寧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                                                                    

南亞技術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                                                                    

大華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玄奘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東吳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南榮技術學院                                                                    

長庚技術學院                                                                    

東海大學                                                                        

大同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明道大學                                                                        

醒吾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修平技術學院                                                                    

高苑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亞洲大學                                                                        

開南大學                                                                        

法鼓佛教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馬偕醫學院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                                              

私立宏德高級進修學校                                                            

臺灣省花蓮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法鼓佛教學院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宜蘭縣立三星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五結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利澤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吳沙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南安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順安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榮源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興中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中小學                                            

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人文國民中小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大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平和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美崙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富里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富源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瑞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萬榮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南平中學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南平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灣省花蓮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金門縣立烈嶼國民中學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中寮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日新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水里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北山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北梅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民和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名間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社寮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信義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國姓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魚池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鹿谷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瑞竹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瑞峰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泰武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新埤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                                                            

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立三義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三灣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大西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大倫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大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文林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文英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南庄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南和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南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後龍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致民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啟新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造橋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獅潭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維真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小學                                                          

苗栗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立八德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竹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坡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崙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崗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園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溪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山腳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中壢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仁和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仁美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介壽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內壢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文昌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平南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平興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永安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石門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光明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竹圍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東安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青溪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凌雲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桃園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草漯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富岡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慈文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新坡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新明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新屋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楊明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楊梅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瑞原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福豐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興南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龍岡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龍潭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龍興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觀音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同德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平鎮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會稽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龜山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桃園縣立武漢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楊光國民中小學                                                          

桃園縣立大有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幸福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經國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瑞坪國民中學                                                            

桃園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過嶺國民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平鎮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壽山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私立宏德高級進修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                                                              

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                                                            

印尼泗水臺灣學校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大葉大學                                                                        

中華大學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長庚大學                                                                        

南華大學                                                                        

真理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華梵大學                                                                        

義守大學                                                                        

實踐大學                                                                        

銘傳大學                                                                        

淡江大學                                                                        

慈濟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輔仁大學                                                                        

興國管理學院                                                                    

靜宜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佛光大學                                                                        

逢甲大學                                                                        

中原大學                                                                        

康寧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長榮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玄奘大學                                                                        

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大同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明道大學                                                                        

亞洲大學                                                                        

開南大學                                                                        

法鼓佛教學院                                                                    

馬偕醫學院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樹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永安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田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甲仙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杉林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阿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美濃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梓官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鳥松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湖內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圓富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潮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橋頭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龍肚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彌陀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崙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茂林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那瑪夏三民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餐旅國民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優佳國民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國際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成功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道明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國際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人事室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人事室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人事室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人事室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人事室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人事室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人事室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人事室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人事室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人事室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人事室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人事室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人事室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人事室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人事室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人事室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人事室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人事室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人事室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人事室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臺北縣私立康橋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大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私立宏德高級進修學校                                                            

臺灣省花蓮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樹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會計室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會計室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會計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會計室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會計室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會計室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會計室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會計室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會計室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會計室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會計室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會計室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會計室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會計室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會計室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會計室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會計室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會計室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會計室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會計室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會計室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會計室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會計室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會計室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會計室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會計室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會計室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臺北縣私立康橋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會計室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普門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屏東縣私立新基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高雄縣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基隆市立八斗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大德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南榮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教育部金門縣聯絡處                                                              

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                                                              

教育部新北市聯絡處                                                              

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                                                              

教育部臺中市第二聯絡處                                                          

教育部南投縣聯絡處                                                              

教育部嘉義市聯絡處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                                                              

教育部澎湖縣聯絡處                                                              

教育部嘉義縣聯絡處                                                              

教育部臺東縣聯絡處                                                              

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                                                              

教育部臺中市第一聯絡處                                                          

教育部花蓮縣聯絡處                                                              

教育部新竹市聯絡處                                                              

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                                                              

教育部苗栗縣聯絡處                                                              

教育部桃園縣聯絡處                                                              

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                                                          

教育部基隆市聯絡處                                                              

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                                                              

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福建省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                                                      

福建省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                                                    

福建省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福建省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                                                    

福建省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家圖書館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家圖書館人事室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人事室                                                          

國立歷史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人事室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人事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人事室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人事機構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人事管理員                            

國立政治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事室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人事管理員                            

國立清華大學人事室                                                              

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央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山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正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事室                                                          

國立陽明大學人事室                                                              

國立東華大學人事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宜蘭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人事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人事室                                                          

國立體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人事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兼人事機構                                              

國立空中大學人事室                                                              

國立鳳凰谷鳥園兼人事機構                                                        

國立金門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人事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人事室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人事室                                                      

國立臺中圖書館人事機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會計室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會計室                                                          

國立空中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會計室                                                          

國立陽明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會計室                                                          

國立體育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室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會計室                                        

國家圖書館會計室                                                                

國立歷史博物館會計室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會計室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會計機構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會計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會計室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會計機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會計機構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會計室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會計室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會計機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會計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清華大學會計室                                                              

國立交通大學會計室                                                              

國立中央大學會計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會計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會計室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會計機構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會計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室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室                                                              

國立嘉義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大學會計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會計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會計室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會計室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中山大學會計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高雄大學會計室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會計室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會計室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會計室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會計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室                                                              

國立宜蘭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會計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會計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會計室                                                      

國立鳳凰谷鳥園會計機構                                                          

國立金門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會計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會計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會計室                                                          

國立聯合大學會計室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會計室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會計室                                                      

國立臺中圖書館會計室                                                            

國家教育研究院會計室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家圖書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家圖書館人事室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人事室                                                          

國立歷史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人事室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人事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人事室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人事機構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人事管理員                            

國立政治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事室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人事管理員                            

國立清華大學人事室                                                              

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央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山大學人事室                                                              

國立中正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事室                                                          

國立陽明大學人事室                                                              

國立東華大學人事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宜蘭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人事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人事室                                                          

國立體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人事室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人事室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人事室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兼人事機構                                              

國立空中大學人事室                                                              

國立鳳凰谷鳥園兼人事機構                                                        

國立金門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人事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人事室                                                          

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人事室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人事室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人事室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人事室                                                  

國立臺中圖書館人事機構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人事室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人事室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人事室                                                      

國家教育研究院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人事室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人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人事管理員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兼人事機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臺中圖書館                                                                  

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口湖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土庫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大埤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元長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水林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北港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四湖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石榴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西螺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宜梧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東和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東明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東勢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林內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虎尾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飛沙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崇德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莿桐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臺西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褒忠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蔦松國民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                                                          

雲林縣私立淵明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國中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義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石門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光復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竹圍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坪林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貢寮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欽賢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樟樹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豐珠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龍埔國民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縣康橋實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崇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東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中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格致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縣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新竹市私立矽谷國民小學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五峰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六家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北埔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石光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芎林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員東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峨眉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富光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華山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新湖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新豐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照門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精華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鳳岡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橫山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關西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康乃薾雙語中小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鳳凰谷鳥園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家圖書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國家教育研究院                                                                  

嘉義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嘉義市私立大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六嘉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太保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水上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布袋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民和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忠和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東榮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梅山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鹿草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溪口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義竹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過溝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嘉新國民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弘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大城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永靖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田中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和美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鹿鳴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溪州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溪陽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萬興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彰德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分校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北勢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清海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鹿寮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順天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潭子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龍津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三光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臺中市私立葳格國民中小學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宜寧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臺中縣華盛頓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                                                              

臺中縣常春藤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致用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明台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玉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塯公國民中學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奎山國民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濱江國民中學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協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祐德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協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大武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池上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卑南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初鹿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長濱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桃源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泰源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海端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都蘭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鹿野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瑞源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綠島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關山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均一國民中小學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安南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安順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延平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城光國民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下營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大內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山上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六甲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太子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仁德文賢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北門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左鎮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玉井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白河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安定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竹橋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沙崙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佳興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東山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後壁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柳營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善化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菁寮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新化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學甲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龍崎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關廟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鹽水國民中學                                                            

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臺南縣私立樹德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鳳和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縣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澎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白沙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吉貝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志清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將澳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望安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湖西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鎮海國民中學                                                            

澎湖縣立鳥嶼國民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